
2 责任编辑/雷家国 版式编辑/龚美蓉

邮箱：583747043@qq.com 电话：0728-3314904

日前，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
印发通知，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
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
新时代”活动。活动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热议和响应，广大知识分子纷
纷表示，要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党和国家的关心是科技工作者
前进的力量

高度重视、关心、爱护知识分
子，是党的优良传统。武汉大学党
委副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沈壮
海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钱
学森等“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老
一辈知识分子和以黄大年等为代表
的新时代优秀知识分子不畏艰险迎
难而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时代是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大有
可为的黄金时代。党中央的大力关
心和支持，为广大知识分子创造了
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为知识分子
勇攀高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续
写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沈壮海
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
员吴晨表示，“回国工作 5 年来，我
深深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创
新、对科技工作者、对卫生健康事业
的高度重视，这给我们广大青年科
技工作者提供了干事创业的平台。
报效祖国，唯有矢志奋斗。”5年来，

吴晨团队扎根食管癌高发地区，建
档立卡，了解当地百姓就医情况，解
决基层食管癌防治实际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省心脑
血管病专科医院研究员吴天一在科
研中也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浓浓关
怀。一次研究活动中，他与研究人
员攀登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山，
途中险象环生、攀登艰难。最终，在
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帮助下，研究顺
利进行并斩获国际大奖。“党和国家
的关心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前进的力
量，也更激励我们奋发有为，不断取
得新突破。”吴天一说。

把爱国奋斗精神和实际工作相
结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

新时代新使命，广大人才迎来
建功立业的黄金期。中国国际人才
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认为，要建
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知识分子发
挥作用，“因此，我们要为他们打造
更多更大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
同时，要关心他们，给他们工作、生
活提供更多便利，让他们静下心来
搞科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广大知识
分子表示，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
中。“爱国、报国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
良传统。回顾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时
刻和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国优秀的知

识分子无不体现出爱国报国奉献的
优良品质，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
长陈海生说，“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
要把爱国奋斗精神和实际工作相结
合，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主动和国家的
需求相结合，创新理论、突破技术，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

爱国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大
精神动力。“我们要大力弘扬爱国奋
斗精神，加快科技创新，助推首都能
源清洁转型，为美丽北京建设贡献
更大力量。”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高
级工程师张鹏表示。

在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亚
非看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让全校师生
倍感振奋和激动，也感到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进一步激发师生的家国情怀，传
承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让每个人
都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在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多
更大的贡献。”王亚非表示。

立足国家需要，自觉投身新时
代的伟大事业

勇立潮头、引领创新，是广大知
识分子应有的品格。践行爱国奋斗
精神，落脚点在立足本职作贡献。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立足岗

位，秉承‘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
国情怀，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
要聚焦国家发展需要，不断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发
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力引
擎。”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表
示。

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培训办主任汪自
强说：“作为从事高等农业教育的教
师，我们既要做好科研，更要把知识
传授给年轻一代，培养一批批有志
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用人才；同
时，积极研发和推广农业科技实用
技术，为农民服务，为基层服务，为
乡村振兴助力。”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作为。中
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认
为，知识分子和专家人才要立足国
家需要，自觉投身新时代的伟大事
业，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奋斗舍我其
谁的精神坐标。“为此，组织上要积
极为知识分子搭建好事业平台，创
造宽松自由的事业环境，发挥好人
才的作用，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更好地立足岗位、发挥才
智。”吴江说。

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伟大奋斗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引发热烈反响

人民日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胡圣）11 月 7 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印家利，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丁克勤率相关部门负
责人，现场督办水源地保护区拆迁工
作。

汉江城区段综合整治正紧锣密鼓
推进，一级水源地保护区拆迁工作全
部完成，二级水源地保护区的拆迁工
作进入煞尾阶段，汉江外滩剩余 168
户将在11月15日前完成拆迁协议签
订，11月30日前拆除完毕。

市领导一行先后深入到市航运公

司宿舍、汉江船厂、仙汉分局宿舍、紫
云里小区、老木材市场等地实地查勘，
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房屋拆迁进度，
现场协调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安排部
署下段工作。

印家利指出，城区两办及相关部
门要提升政治站位，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精准发力，乘势而上，继续
保持当前工作良好节奏，确保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要强化任务观念，明确
工作责任，按照既定目标，不折不扣完
成拆迁任务。

本报讯（记者 张曼）11 月 7 日，
市政协副主席梁和平来到扶贫联系点
彭场镇夏新村、益星村，调研精准扶贫
工作。

在夏新村，梁和平与市财金办、市
建行驻村工作组面对面座谈，听取
扶贫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组全力
改善村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公
路硬化等措施给予肯定，并就当地
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进行探
讨。来到益星村，梁和平与市妇幼
保健院驻村工作组开展座谈，当了
解到驻村工作组与村委干部同心协

力，按照贫困村摘帽要求，逐项落实
工作，逐个走访帮扶，即将实现整村
脱贫出列，梁和平当即以一副楹联

“真扶贫，扶真贫，不漏一家一户；献
大爱，大献爱，永怀全意全心。”勉励
工作组。

梁和平指出，扶贫工作是个“细
活”，驻村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切
实用以指导扶贫实践，积极帮助贫困
群众想办法、出实招，做到对症下药、
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确保贫困人口真
脱贫、脱真贫。

市领导调研联系点
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 蔡玲）从村级负
债40多万元的贫弱村，到集体年收
入达 8 万元的先进村，杨林尾镇花
溪村依托精准扶贫好政策，借力市
水务局帮扶，交出了一份漂亮发展
答卷。

近年来，市水务局落实扶贫资
金200多万元，完成扶贫项目9个，
结对帮扶贫困户23户，顺利实现整

村脱贫出列。
借外力突破发展瓶颈。市水

务局驻村工作队入驻后，筹集 60
万元资金，对 7 条村级公路进行了
修建拓宽，满足村民出行和产业
发展需要；投资 50 万元实施改水
工程，解决了全村村民的安全饮
水问题；筹集 60 万元规范了农田
水利工程，解决了虾稻产业引水

问题。
兴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先后组

织村民参加各类培训30余次，使村
民陆续掌握了虾稻套养技能，创建
了花溪利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
动贫困户长期稳定脱贫。截至目
前，产业面积扩至 1500 亩，亩平纯
收入过6000元，带动了该村25户增
收，为全村每年创造近千万元的纯

收入。
强支部增添发展动力。先后

投资近 30 万元完善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医务室等基础设施，增强
党支部凝聚力。此外，市水务局
机关支部经常组织工会、妇联定
向扶持该村贫困家庭在校学生、
奖励优秀学生、鼓励妇女脱贫代
表、救助贫困户。

本报讯（记者 樊碧波）11 月 8
日，市委组织部召开全市招聘农村党
组织书记分配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白超勉励各位村党组织书记扎根农
村，奉献基层，用实干实招、实绩实效
回报市委的信任和支持。

为进一步扩宽选人视野，深入实
施“红色头雁”工程，今年，我市通过公
开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环节，
经体检、考察和公示，研究同意聘用
21名同志为农村党组织书记，选派到
村全脱产主持工作，作为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管理。

白超指出，招聘农村党组织书记
是市委立足农村发展、谋篇布局的开
创之举，对撬动乡村振兴、破解发展瓶

颈、解决干部出路具有重要作用，大家
要珍惜市委的良苦用心，牢记市委的
殷切嘱托，完成角色转变，进入工作状
态，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提升合作共事、统筹协调、群众工
作的能力，真正静得下心、沉得进去、
稳得住神，当好新时代仙桃村党组织
书记队伍的表率。

白超强调，党组织书记第一职责是
抓党建，大家要切实把党建工作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通过抓班子建
设、队伍建设、阵地建设，亮出党建工作
新气象。要担起村级发展、村级振兴的
首要之责，积极盘活农村资产，做好“小
康”和“振兴”文章，让村级产业变强、让
村民变富、让村庄变美。

21名新招聘农村
党组织书记上岗“许婆婆，您额头上全是汗，累

了就歇会儿嘛”“不累，不累，日子越
过越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1 月 7 日，市卫计委驻杨林尾
镇胜利村工作队入户走访时，碰到
了在村路上打扫清洁的许想枝。

许想枝今年 63 岁，年轻时同
老伴割谷、挑草、种地、打零工，只
要能赚钱，什么都干。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家里修起了一栋 112 平方
米的两层砖瓦房。谁料，老伴忽然
得了老年痴呆症，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治疗时欠下“一屁股债”。

“这一辈子我吃了不少苦，但最

苦的是这一次。现在家里头又是这
个样子，我不挑担谁挑担？”在许想
枝介绍中，2014 年，她家被评议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时的状况历历在
目：儿子离婚后，精神失常，一蹶不
振；老伴患有老年痴呆症，身边需人
照顾；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年纪一天
天见老。

评议为贫困户后，一身“硬气”
的许想枝整天寻思如何脱贫。出路
在哪里？许想枝找到了一门成本很
低的路子——捡破烂。趁老伴休
息，她穿上套鞋，迈出了人生艰难的
第一步。

捡破烂虽能暂时补贴家用，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此，驻
村工作队想办法，向镇级相关部
门说明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
镇里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份道路保
洁工作，一月可挣千元工资。“现
在扫路的收入比捡破烂强多了，
路 不 干 净 ，我 对 不 起 政 府 和 大
家。”对于这份工作，许想枝十分
珍惜。寒冬里，她裹着厚厚的棉
衣，总比别人早到半小时；下雨
天，她扭伤了脚，也不肯在家休
息，坚持一瘸一拐去值班……

对许想枝的家庭情况和全部努

力，驻村干部看在眼里，关怀在心
中，解决她老伴的低保待遇，每年享
受1200元的补助；帮她家落实残疾
人补助和产业奖补政策；享受健康
扶贫政策，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
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
90%；鼓励她的儿子就近务工，一年
增收近5000元。

“现在，我经过自己的努力，
已 还 清 了 部 分 欠 账 ，顺 利 脱 了
贫。明年，我准备在自家地里种
上几亩蔬菜，再运到市场上卖，争
取实现年收入过 4 万元。”许想枝
信心满满。

许想枝脱贫记
记者 蔡玲

市水务局精准扶贫实打实

真心实意帮扶 真金白银投入

11月7日，在沙嘴办事处刘口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打扫装修完工后的“幸福食堂”，为即将开业作准备。食
堂由社区负责运营，用餐价格低廉、菜品营养卫生，旨在解决困扰老年人的就餐问题。

摄影 记者 刘贤双

本报讯（通讯员 江琪凡）“咱
们村终于通自来水了！困扰多年
的饮水问题解决了。”11 月 3 日，
长埫口镇敦厚片区扁花村村民李
小汉看着家中水龙头里哗啦啦流
出的自来水，脸上流露出喜悦。

长期以来，扁花村的饮用水源
来自于辖区内的地下水，虽不存在
缺水问题，但水质不好。为彻底解
决扁花村及整个长埫口镇敦厚片区
的安全饮水问题，让更多人吃上放
心、安心的自来水，去年底，长埫口
镇开始着手组织人力物力延伸自来
水主管。截至目前，村主水管道已
延伸至周邦，扁花村作为该项工程
受益的第一个村，已喝上了干净卫
生的自来水。

长埫口镇水改工程以保障农村
居民安全饮水为前提，通过改造、新
建延长线等措施，陆续把符合国家
水质标准的自来水引进辖区内 65
个行政村、1 个社区的千家万户
中。整个自来水工程项目预计明年
3 月全面完工通水。届时，敦厚片
区将有30000余户村民彻底告别吃
地下水的困境。

扁花村村民喝上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市领导督办水源地
保护区拆迁工作

7 月 28 日，骄阳似火。上午 10
时，我接到村民来电，语气急促：“董书
记，不好了，你快点赶到六组，董贤木
触电了。”我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向
六组疾奔而去。现场，董贤木口吐白
沫，浑身抽搐，奄奄一息。周围很多村
民围观，焦急又不知所措。我当即立
断，叫来120急救车，火速将其送往市
第一人民医院。

由于病情太过严重，医生建议送
到武汉治疗，并提醒准备4 万元的医
疗费。我心里非常清楚，董贤木是残
疾人，妻子是聋哑人，家里条件十分困
难。这次意外伤害，医保报销有限，他
们家肯定负担不起，但我不能见死不

救。我当即决定先派人将其送往武汉
治疗，自己立刻回家筹钱。回村后，我
片刻不歇发动其亲属及全体村民筹
钱，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筹得 4 万
元，立即派人送到了同济医院。

3天后，董贤木从昏迷中醒来，因
担心医疗费用过高，也惦记一家人活
命口粮——水稻的生长情况，强烈要
求出院回家。电话劝说无果，我专程
去武汉看望他，安慰他，并承诺帮其打
理农田。二个月后，董贤木痊愈回家，
看到地里水稻长势喜人，稻穗金黄饱
满，不禁热泪盈眶。

（市人大代表、剅河镇董庄村支部
书记董泽力）

触电之后

（上接第一版）
在绿道郭河镇姚河村段，记者惊

喜地发现大片“网红草”——粉黛乱
子。这片正盛开的粉黛绵延2 公里，
远远望去，如同一大片粉红色棉花糖
海洋，让这里的空气都弥漫着浪漫的
气息，成为绿道上一道梦幻风景。

在排湖分场，十多名工人正拿着
铁锹，在道路一侧挖坑。不远处，一辆
满载楠竹苗的大卡车停在路旁。“呈扇
形栽种，形成风景，你看，就像前头那
片竹子一样。”一名工人停下手中活，
用手指着前方介绍。

顺着他指的方向，只见片片已栽
种好的楠竹林，在绿道左侧形成独特
的风景。一同前行的排湖风景区管委
会负责人介绍，目前，排湖绿道一期工
程基本建成，正在加快推进造林绿化
工程。

行至排湖密塘渔村，但见民宿客
栈、手工作坊、酒吧、咖啡馆等正在抓
紧建设，一房一型、一户一景，独具水
乡风格的建筑，展现出乡村田园品位，

让人乐在其中，流连忘返。
清澈的公安河，彩色的房屋，沿

着绿道，来到排南分场，独特的景致
让人眼前一亮。走进一看，家家户
户窗及明亮，收拾得干净。“政府出
钱，我们受益。”村民介绍，在政府的
支持下，他们进行了房屋立面改造，
好几户有头脑的村民，在这里办民
宿客栈呢。

绿道蜿蜒向前，将两旁万余亩鱼
池串连成片，成为周边渔民的“致富
路”，排湖产的肥美大螃蟹、剅河的鳝
鱼等，将从这里运往全国。

排湖绿道，还将排湖风景区与
梦里水乡以及剅河桃花小镇连成一
片，形成旅游圈。“我们村里也迎来
难得发展机遇，葡萄园、桃园等火
爆”。 剅河镇董庄村党支部书记董
泽力说。

排湖绿道，产业路、健身路，更是
水乡田园的景观路、生态路。

绿树掩映、移步易景的最美林阴
绿道，扑面而来。

移步换景美画廊


